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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月内，全国多地先后报告发现鳄雀

鳝，各地发起了围捕鳄雀鳝的运动。

近年来，由外来入侵物种带来的生态危害不

在少数。当前，伴随着《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

的发布，我国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已经有法可依。

专家呼吁，应当从源头入手，加强监管，严控外来

物种入境，共同构筑生物安全屏障。

“全国已发现 660 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

71 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

并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今年 6月，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19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在涉及外来入侵物种的情况时，该公报给

出了上述数据。

外 来 物 种 入 侵 指 由 于 人 为 或 自 然 的 因

素，使原产于外地的生物进入本地生态系统，

并在本地快速生长并繁衍，使其种群不断增

大、分布区不断扩展，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并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的现象。

外来物种入侵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物种灭

绝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因

素之一。外来物种入侵主要有几个方面危害：一

是造成农林产品、产值和品质的下降，增加了农

林产品的成本；二是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特

别是外来入侵物种侵占了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

造成本地物种死亡和濒危；三是对人畜健康和贸

易造成影响。

2001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一份关

于人类活动携带的外来物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

的研究报告列举了 100 种影响最大的外来入侵

物种，该报告认为，生物入侵已成为全球性的环

境问题。

我国是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为严重的

国家之一。在我国已发现的 660 多种外来入侵

物种中，215 种已入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威胁

当地物种和生态系统。在上述研究报告列举的

100 种影响最大的外来入侵物种中，我国发现了

50 种。入侵物种对我国的农业、林业、水利、畜

牧业等行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严重危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外来入侵物种进入我国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无意引入，一般是随国际贸易无意进入我

国，比如随苗木和插条引进的杨树花叶病毒、随

进口粮油、货物或行李裹挟偶然带入的长芒苋和

通过自然扩散从东南亚进入我国的紫茎泽兰等。

另一种则是有意引进，包括作为蔬菜引进的

尾穗苋、茼蒿，作为观赏物种引进的加拿大一枝

黄花、巴西龟，作为药用植物引进的洋金花，作为

养殖品种引入的福寿螺、牛蛙、克氏原螯虾（小龙

虾），作为草坪草或牧草引进的地毯草、扁穗雀麦

等。还有为改善环境而引入的大米草——这种

植物最初用于防风护堤，但由于扩散速度极快、

繁殖力极强，结果大面积、单一化、高密度地入侵

了我国的沿海地区。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方舟表示，这些外来入侵物种给我国农业、林

业、畜牧业、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等方面都造成

了危害。“例如，位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

球 100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之中的烟粉虱，是大

田作物的主要入侵害虫，能够传播 70 多种病

毒。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棉花卷叶病毒、番茄黄

化花叶病毒、烟草卷叶病毒、马铃薯卷叶病毒

等。烟粉虱已经扩散至我国大部分地区，每年受

害作物面积高达几千万亩。”马方舟说，“再比如

松材线虫，它引起的松材线虫病被称为‘松树的

癌症’。以松树为主的针叶林都会受到松材线虫

病的威胁，连黄山的主要景观资源黄山松也不例

外。一旦松材线虫侵入林区，整个林区就会遭受

毁灭性的破坏。”

一些外来入侵物种会与牧草竞争，影响牲畜

的食物来源，或是直接对牲畜产生影响。这样的

外来入侵生物，会对畜牧业造成严重危害。例如

紫茎泽兰这种植物，往往会形成单优势群落，占

据牧草的生长空间，致使草场退化、牧草产量降

低、牲畜饲草料缺乏。牲畜误食其茎叶后，会腹

泻和气喘，花粉及瘦果进入牲畜的眼睛和鼻腔

后，会引起糜烂流脓，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还有一些外来入侵物种会挤占受保护物种

的生态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研究显

示，外来物种巨藻和北美海蓬子可与我国东南沿

海的土著盐生植物红树林进行生态位竞争，造成

红树林资源减少甚至灭绝，进而严重破坏当地的

生物多样性。此外，有些外来入侵物种还会与本

土的相关近源种杂交，干扰并污染本土物种的遗

传多样性。”马方舟说。

最近屡登热搜榜的鳄雀鳝原产于北美洲，是

一种淡水巨型食肉鱼。成年鳄雀鳝体长一般能

达到 1.5 米，体型巨大。而且鳄雀鳝的繁殖能力

也很强。此外，它还“胃口极大”，只要是水里的

活物几乎通吃；坚硬的鱼鳞足以让它免受各种凶

猛食肉动物的威胁。鳄雀鳝作为一种外来入侵

物种，进入我国后处在食物链的顶端。一旦其进

入了我国的天然水域，就会使当地的水体生态系

统遭受灭顶之灾。

两种途径令外来入侵物种“肆无忌惮”

我国十分重视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

今年 4月 22日，农业农村部第 4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了《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并经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同

意，于今年 8 月 1 日正式实施。《办法》指出，农业

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

制度，每十年组织开展一次全国普查，掌握我国

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范围、危害程度

治理关键是严格控制流入

热点追踪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园园）近日，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

巩固深化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补短板强弱项专题推进会。国务院国资委党

委委员、副主任翁杰明在会上表示，要强化对科技创新人才的精准激励。

“对于在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现代产业链链长、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科技创新骨干人才，要将激励资源更大力度

向其倾斜，充分发挥精准滴灌和杠杆撬动作用。”翁杰明说。

翁杰明还提出，要提高中长期激励的覆盖面、灵活性和匹配度。结合本

单位实际，更有创新性、更加灵活地运用各种激励政策和工具，使政策更多

惠及骨干人员。

目前多家央企已经在科技创新人才激励方面推出新举措。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会议上介绍，该公司强化研发人员市场

化选聘，不唯学历、年龄、职级，引导优秀人才签订“军令状”，以成果论英

雄；以造型设计院为试点，采取“揭榜挂帅”并实施工资包干激励约束机

制，项目节点解锁奖金总额较同期增长 18.5%，研发人员创新创造的热情

更加高涨。

中国建设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会议上介绍，该公司着眼于激发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出台了构建分层研发体系、加大研发投

入、加大考核权重、保障足额经费、直接补贴、正向激励、容错纠错、人才培养

八大措施，形成了从制度、政策、措施到行动的体系化布局，区分成果类型并

予以差异化专项奖励，从而充分激发科研活力。

强化对科技创新人才的精准激励，最终将助力国资央企核心竞争力的

提升。“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专业化整合相关工作，努力在培育世界一流企

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方面迈出新步伐。”翁杰明说。

他强调，国资央企要聚焦核心竞争力，在专业化整合的力度广度深度上

狠下功夫。要继续大力推动资源向主业企业、优势企业、“链长”企业集中，

鼓励更多企业和地区形成“一业一企、一企一业”新格局，实现业务板块清

晰、“小散弱”问题基本清零。

精准激励科技创新人才

国资央企将创新性运用政策工具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骆香茹）科学传播离我们有多远？如何走近科

学？近日，在北京胡同科普小院揭牌仪式暨巾帼名师科普大讲堂活动上，中

国科学院院士阎锡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

妹、北京化工大学科普实验中心主任戴伟（David G.Evans）等嘉宾把科普讲

座开进胡同里，把知识送到家门口，助力打通科学传播“最后一公里”，让科

学走近民众，“飞入寻常百姓家”。

阎锡蕴分享了她从翻砂工到院士的成长历程，并介绍了纳米酶的发现

过程及应用前景。她说，纳米酶的发现源自一次偶然——在实验中，作为阴

性对照的磁纳米粒子竟然与过氧化物酶底物发生了反应。起初实验团队以

为对照组受到了污染，为了排除污染，团队花费数月，更换了实验材料和实

验人员，但结果仍然没有变化。阎锡蕴表示：“这时，就只有一种可能性，纳

米材料本身蕴含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酶活性。”她认为，在纳米酶的发现过程

中，“作为科学家的好奇”至关重要。

付巧妹则从跨学科视角出发，探索过去，以骨寻踪，数往知来，梳理

了分子证据下的东亚人群史，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等诸多

问题。她表示，大家印象里的欧洲人通常具有蓝眼睛、白皮肤等特征。

但研究显示，冰河时期的欧洲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着深色的皮肤和

棕色眼睛，直到 1.4 万年前之后，蓝色眼睛才开始广泛出现在欧洲人群

中。付巧妹说：“所以，我们知道的知识可能不都完全正确，需要我们进

一步去探索。”

科学既存在于探索过去、创造未来的研究中，又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戴伟把实验室“搬”进了科普小院。不用打火机的蜡烛、“百变汽水”、

为大象“制造牙膏”等化学实验吸引了许多小朋友。这位既能让蜡烛“喷火”

又能让汽水“变色”的教授被称为“化学魔法师”“魔法爷爷”。在跟观众互动

时，他说：“如果我是魔法师，我会告诉你我的秘密吗？不会。但是科学家没

有秘密，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就要仔细的看实验。”

讲座最后，戴伟对到场的家长和小朋友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但你们的

任务还没完成，因为你们的孩子就是未来的科学家。”

北京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李静表示，今后科普小院将继续开

展包括科普讲座、科学实验、科学沙龙等多种形式的科技传播活动，确保科

普入户，服务群众。

打通科学传播“最后一公里”

北京胡同科普小院揭牌

北京的赵女士（化名）具有高级职称，在退

休后，她又被原单位返聘一年。如今，和赵女士

一样，许多老年人纷纷选择退休再就业。“夕阳

红”正在为我国的社会发展贡献独特的力量。

近日，中国老年人才网（以下简称人才网）

正式上线，搭建平台，推动老龄人力资源开发，

为老年人再就业拓宽渠道。

国家统计局去年 5月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公报》显示，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我国已经逐

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日前，由中国老龄协会老

年人才信息中心主办的人才网正式上线，可谓

是恰逢其时、恰乘其势。

人才网设有求职招聘、培训机构、择业咨询

等 40余个栏目，内容涵盖了人才政策、招聘信息

等内容，对于老年人的稳岗再就业，将起到重要

的引导作用。

“人才网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服务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卢杰锋说，

“人才网建立国家老年人才库，构建新时代老龄

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引导社会完善老年人才的

政策支持，有效地为新时代老年人参与社会活

动创造条件，是新时代促进老年人就业的一种

重要手段。”

人才网的正式上线，并非是国家对老年人

再就业事业的首次关注。

2018 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七

章，专门就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作出明确而

具体的规定，是老年人再就业的法律依据。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

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鼓励各地建立老年

人才信息库，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

为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

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探索适合老年人

灵活就业的模式，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了政策

支撑。

“老年人再就业，无论是对于老年人本人和

其所在的家庭，还是对于社会来说，都有积极

的意义。”卢杰锋说，“老年人再就业，可以让

老年人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实现自身价值，并且

可以在为老年人家庭增加一笔收入的同时，促

进老年人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代际沟通，维护代

际公平。”

据卢杰锋估计，随着我国退休高峰的来临，

我国现有离退休科技人员或将达到数百万人之

多，其中大部分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他

们身体状况尚好，是老年人力资源的主体，也是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老年人群是宝贵的社会资源。在老年群

体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实施老年人

再就业，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

诸多不利影响，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高质量

发展。”卢杰锋表示。

而如何健全老年就业市场，促进老年再就

业事业发展，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面对老年就业市场中可能存在的因为年

龄造成的区别对待、老年人劳动权的法律保

障不完善、老年人再就业的用工法律关系性

质有争议等问题，卢杰锋表示：“在立法层面，

可以在《就业促进法》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中，增加禁止年龄就业歧视的具体条款，并完

善相应的救济机制；在执法方面，可以在劳动

行 政 部 门 中 设 立 年 龄 就 业 歧 视 投 诉 申 诉 机

制，将禁止年龄就业歧视纳入劳动监察工作

职责范围之内。”

卢杰锋认为，“从政策层面，要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将一部分被排除在养老保险制度外的

老年劳动者纳入失业保险制度保护范畴；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老年人身心特点，制定

老年人就业指导目录、引导老年人就业。还应

该强化支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的资金保

障，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确保相关的

老年人再就业政策稳定可持续”。

我国老年人才信息服务平台启动建设

法律政策携手，让“夕阳红”再放异彩

““网红网红””鳄雀鳝遭鳄雀鳝遭““全国围捕全国围捕””

防治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外来入侵物种，，不能不能““一抓了事一抓了事””

新华社讯（记者史竞男）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 2022”专项

行动，这是全国连续开展的第 18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于 9月至 11月开展，聚焦广大创新主体版权领域

急难愁盼问题，推动规范发展与打击惩治并举，开展四方面重点整治：一是

开展文献数据库、短视频和网络文学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对文献数据库未

经授权、超授权使用传播他人作品，未经授权对视听作品删减切条、改编合

辑短视频，未经授权通过网站、社交平台、浏览器、搜索引擎传播网络文学作

品等侵权行为进行集中整治；二是加强对网络平台版权监管，依法查处通过

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电商平台销售侵权制品行为，坚决整治滥用“避风

港”规则的侵权行为，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及时处置侵权内容和反复侵

权账号，便利权利人依法维权；三是强化 NFT数字藏品、“剧本杀”等网络新

业态版权监管，严厉打击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美术、音乐、动漫、游戏、影视等

作品铸造 NFT、制作数字藏品，通过网络售卖盗版剧本脚本，未经授权衍生

开发剧本形象道具等侵权行为；四是持续加强对院线电影、网络直播、体育

赛事、在线教育、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巩固网络音乐、游戏动漫、有声读物、网

盘等领域工作成果，不断提升网络版权执法效能。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推动规范发展与打击惩治并举，加

强网络版权全链条保护，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促进

创业创新、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版权工作

支撑。

“剑网2022”专项行动启动

重点开展四方面整治

如果今后水体中再次出现外来入侵物种，

我们怎样快速知晓？“我们实验室正在做外来

入侵物种的主动监测，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上

海海洋大学环境 DNA 技术与水生态健康评估

工程中心主任李晨虹教授看来，尽早发现、尽

早防范，才可避免这些外来客“反客为主”，对

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我们所做的就是通过环境 DNA 监测入侵

物种。”李晨虹解释，任何生物在水体里生存都

会“排”出一些 DNA。取出一升湖水，里面就有

可 能 有 鱼 的 黏 液 或 者 随 鳞 片 脱 落 而 排 放 的

DNA。因此可以将其中的 DNA 进行提取，形

成监测网络。

李晨虹介绍，环境 DNA 应用前景广阔，不

仅能用于监测入侵物种，还可以用来保护濒危

物种。如在寻找中国大鲵（娃娃鱼）时，“我们

发明了一个有点类似抗原试剂的检测盒，水体

取样过滤后滴在试剂卡上，呈现‘两道杠’则说

明存在娃娃鱼，‘一道杠’则说明没有。”李晨虹

和团队还将把这种技术应用于长江鲟、中华鲟

的野外监测上。

“这种方式比原先的鱼类调查研究省力高

效。”李晨虹和团队期待建立起环境 DNA 数据

库，开展相关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不断完善外

来物种监测机制，从“被动防御”变为“主动监

测”，在保护濒危动物的同时，也让水体中的“鳄

雀鳝”们无路可逃。

环境DNA技术助力监测外来入侵物种

相关链接

等情况；同时《办法》明确，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

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专家表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长江保

护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都明确，随意放生外来物种不光对生态有害，而

且构成违法，甚至是犯罪。

根据最新施行的《办法》，海关部门将强化入

境货物、运输工具、寄递物、旅客行李、跨境电商、

边民互市等渠道外来入侵物种的口岸检疫监

管。未经批准，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

种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

81 条处罚。涉嫌犯罪的人，将被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在实施各种增殖放流活动时，增

殖放流的应当是本地物种，绝不能是外来入侵物

种。增殖放流活动必须要提前向渔业部门报备，

并接受其监督检查。

“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根本还是从源头入

手，严格控制其入境。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督

和管理，尤其是宠物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目前

来看，很多外来入侵物种来自宠物市场。由于

缺乏监督和管理，许多外来入侵物种流入本

土。公民应该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从境

外携带物种入境，更不能私自放生。对于任何

形式的私自放生，公民都有义务进行监督和举

报。”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金城首席科普专家

赵序茅表示。

鳄雀鳝鳄雀鳝

巴西龟巴西龟 紫茎泽兰紫茎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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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雀鳝鳄雀鳝、、巴西龟巴西龟、、紫茎泽兰均为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紫茎泽兰均为我国外来入侵物种。。


